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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

安徽省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综述
方保根
渊安徽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袁安徽合肥 230091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人畜共患病的概念及特点尧流行环节尧基本特征尧主要危害尧防控基本要求和具体措施袁并从基本属性尧疫情形势尧疫
病诊断和疫情防控 4 个方面对安徽省 3 种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进行综述袁以期为安徽省人畜共患病的防治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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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及安徽省居民人畜共患病基本知识袁帮助基层动物
防疫员了解全省人畜共患病疫情形势尧相关法律法规和防控
规范袁提高人畜共患病防控能力和工作水平袁进一步做好人

影响畜产品安全袁阻碍旅游业和货物贸易行业发展遥
4

疫情防控

4.1

畜共患病防控工作袁更好地保障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袁本文
特对安徽省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进行介绍遥

防控的基本要求是政府主导尧部门协作尧依法防控尧预
防为主尧多措并举尧科学有效遥
渊1冤政府主导袁部门协作遥人畜共患病防控事关社会公

1 概念和特点
1.1

基本要求

概念

共卫生袁单一手段难以有效控制袁必须综合施策袁涉及卫生尧

人畜共患病是一个传统概念袁是指人类与人类饲养畜

农业尧交通尧公安尧工商尧宣传等多个部门袁只能是政府主导袁

禽 之 间 自 然 传 播 和 感 染 的 疾 病 遥1979 年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部门协作袁群众参与袁才能顺利完成遥

渊WHO冤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渊FAO冤将野人畜共患病冶这一概念

渊2冤依法防控的法律依据遥具体有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扩大为野人兽共患病冶袁即由共同病原体引起袁流行病学上相

染病防治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曳叶中

互关联袁在人类和脊椎动物之间自然感染与传播的疾病遥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曳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曳

1.2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曳叶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曳

特点

人畜共患病主要有 3 个特点遥一是由共同传染源引起袁

包括病毒尧细菌渊革兰氏阳性和阴性菌冤尧支原体尧螺旋体尧立

叶安徽省实施掖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业办法曳等法律
法规遥

克次氏体尧衣原体尧真菌尧寄生虫渊线虫尧吸虫尧绦虫尧原虫冤

渊3冤预治并举袁防重于治遥预防是防控人畜共患病的本袁

等曰二是在流行病学上袁动物和人类对病原都具有易感性袁

是防控工作的主要方面曰治疗是防控工作的次要方面遥有些

动物是人类疾病发生和传播不可或缺的环节[1]曰三是在传播
途径上袁病原体在人和动物之间水平传播袁以接触感染方式

人畜共患病如狂犬病无特异治疗药物袁死亡率高达 100%遥

渊4冤多措并举袁综合防控遥针对人畜共患病的 3 个环节

为主袁可以是直接接触渊通过皮肤和黏膜冤袁也可以通过媒介

运用免疫尧检疫尧扑杀尧隔离尧消毒尧封锁尧淘汰等各种技术手

间接接触渊呼吸道尧消化道和虫媒冤遥

段袁防止疫病扩散和传染人类[3]遥

2 流行环节和基本特征
2.1

4.2 具体措施

流行环节

4.2.1

人畜共患病流行必须有传染源尧传播媒介尧传播途径和

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发生人畜共患病临床可疑症状袁或发现民

易感对象遥四者同时存在且相互联系袁就很有可能造成人畜

间重大人畜共患病疫情而动物疫情情况不明的袁应立即向当

共患病的发生和流行遥淤传染源院可以是人尧家畜尧家禽和野

地兽医主管部门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生动物遥于易感对象院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易感的人或动物遥

构报告遥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袁应立即派技术专员到现

易感对象和传染源直接接触发病或成为隐性感染者遥盂传
播媒介院可以是空气尧水尧土壤尧食物和医疗器械尧昆虫等遥榆

严格疫情报告遥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或与动物

场进行调查核实袁对疑似重大人畜共患病疫情的袁2 h 内报

告上级主管部门袁并同时报告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

传播途径院一是垂直传播袁即通过胎盘尧产道及乳汁袁病原体

门袁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卫生主管部门遥省级动

直接由亲代传给子代曰二是水平传播袁包括直接传播和间接

物卫生监督机构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在接到报

传播遥直接传播是易感对象通过皮肤和黏膜直接接触传染源曰
间接传播是指病原体通过传播媒介使易感对象发生感染袁
以接触感染方式为主遥
2.2

告后 1 h 内袁向省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部报告遥省级兽
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1 h 内报省级人民政府遥

4.2.2 快速诊断疫情遥运用病原学尧血清学或者分子生物学

基本特征

等方法快速诊断袁综合分析袁得出结论袁为决策部门快速提

人畜共患病的基本特征主要有疫源性尧传染性尧群发性尧

供确诊报告遥卫生部门要同步做好当地人间疫情调查工作遥

职业性尧地方性尧季节性尧周期性和免疫性[2]遥
3 主要危害

人畜共患病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安全袁危害畜牧业发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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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规范处置疫情遥一旦发生疫情袁要按照早尧快尧严尧小

和人畜同步的原则迅速果断处置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
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划定疫点尧疫区和受威胁区袁调查疫源遥
在疫区周围设置警示标志袁在出入疫区的交通要道口设置临

方保根院安徽省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综述
时动物检疫消毒站袁对出入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消毒曰县级以

禽及其产品移动曰四是发生疫情时袁必须严格按照叶高致病

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疫点尧疫区尧受威

禽流感防治技术规范曳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置遥

胁区采取封锁尧隔离尧扑杀尧销毁尧消毒尧无害化处理尧紧急免

5.2 狂犬病

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袁迅速控制疫情 遥在封锁期间袁禁止染
[4]

狂犬病亦称恐水症袁俗称疯狗病袁是由狂犬病毒侵害人

疫尧疑似染疫和易感染动物及动物产品流出疫区袁禁止非疫

和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引起急性死亡的传染病遥

区易感动物进入疫区袁必要时对出入疫区人员尧运输工具及

5.2.1

有关物品采取消毒和限制措施遥卫生部门应协同畜牧兽医部

去污剂敏感袁常用消毒剂可以迅速将其杀灭袁在紫外线尧X 射

门做好高危人群的检测和防护工作遥

线下迅速灭活遥于易感对象院狂犬病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袁

5 安徽省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

其病毒几乎感染所有温血动物[8]遥主要的贮存宿主是犬尧野

5.1 高致病性禽流感

高致病性禽流感是由正黏病毒科流感病毒属 A 型流感

病毒引起的以禽类暴发流感为主的烈性传染病遥本病潜伏

期短尧传播快袁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达 100%遥我国农业部将

基本属性遥淤病原特性遥狂犬病病毒对酸尧碱尧温度尧

生食肉动物尧土拨鼠以及蝙蝠等遥盂传染源遥病犬和带毒犬
是人和家畜的最主要传染源袁健康猫也是重要的传染源遥病
毒主要存在于患病动物的延脑尧大脑皮质尧海马角尧小脑和
脊髓等中枢神经系统中袁唾液腺和唾液中也有大量病毒袁并

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袁卫生部将其列为乙类人间传染病袁世

随唾液排出体外遥榆感染途径遥健康动物主要经患病或带毒

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 遥

动物咬伤感染袁也可经患病或带毒动物舔舐其黏膜尧伤口或

[5]

5.1.1 基本属性遥淤病原特性遥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粒子核

抓伤感染袁偶尔通过气溶胶经呼吸道感染遥虞潜伏期遥各种

外壳有囊膜袁囊膜上有血凝素渊HA冤和神经氨酸酶渊NA冤活性

动物狂犬病潜伏期变动较大袁一般为 2耀8 周袁最短的为 8 d袁

16 个亚型渊H1耀H16冤袁NA 有 10 个亚型渊N1耀N10冤袁二者之间

奋和意识障碍袁继而局部或全身麻痹尧死亡遥临床表现相似袁

糖蛋白纤突遥A 型流感病毒的 HA 和 NA 容易变异袁HA 有
进行组合袁使 A 型流感病毒有诸多亚型袁且各亚型之间无交
互免疫力遥高致病性禽流感毒株均来自 H5 和 H7 血清亚型遥

流感病毒对环境抵抗力弱袁高温或低 pH尧非等渗环境和干
燥均可使其灭活袁但在冷冻条件下可长期存活曰因带有囊膜袁
常用消毒剂都能迅速破坏其感染性曰对紫外线和光很敏感 遥
[6]

于易感对象遥本病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遥家禽和野禽均易感袁

长的可达数月或 1 年以上遥愚主要症状遥临床特征是神经兴
即狂暴型和麻痹型遥病变主要特征是非化脓性脑炎和神经
细胞浆内出现基小体遥舆发病季节遥本病多呈散发袁无明显
季节性特征遥
5.2.2

疫情形势遥狂犬病在安徽省开始发现的年代无资料

可参考遥安徽省各地均有发生袁农村多于城市遥本病在安徽
省处于零星散发状态遥

人和其他动物如猪尧马尧猫科动物和海洋哺乳动物也可感染袁

5.2.3

水禽多呈隐性感染遥盂传染源及感染途径遥病禽尧野生水禽

诊需要实验室诊断遥我国指定的诊断方法有免疫荧光试验尧

及其分泌物与排泄物尧污染的饲料尧水源和环境等是主要传

小鼠和细胞培养物感染试验尧反转录要聚合酶链式反应检

染源遥易感动物经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此病遥榆主要症状遥

测尧内基氏小体检查遥

发病时袁消化道和呼吸道黏膜高度充血尧广泛出血曰无毛处

5.2.4

皮肤袁尤其是肉冠常可见坏死尧出血和发绀遥虞潜伏期及发
病季节遥本病潜伏期从几小时到数天不等遥四季均可发生袁
冬尧春季多发遥
5.1.2

疫情形势遥在 2003 年和 2005 年袁安徽省黄山市尧宣

城市尧马鞍山市尧滁州市辖天长市尧淮南市先后发生 5 起禽

疫病诊断遥依据典型症状和病理变化可初步诊断袁确

疫情防控遥淤加强免疫遥狂犬病目前无特效治疗药物袁

动物发病后 100%死亡遥因此袁强化城乡犬的管理尧做好城乡
犬疫苗注射工作是狂犬病疫情防控的关键遥依据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标准袁城乡犬免疫覆盖率达到 70%袁就能阻止狂犬

病的流行遥于疫情处置遥发现疑似狂犬病时袁一是应立即隔
离患病动物袁限制其移动曰二是按叶狂犬病防治技术曳要求迅

流感疫情遥近年来袁安徽省禽流感疫情平稳袁农村散养户偶

速划定疫点尧疫区和受威胁区曰三是对所有患病动物及被其

尔零星发生袁疫情很快被扑灭遥

咬伤渊抓冤伤动物采取无血扑杀曰四是隔离观察患病同群和

5.1.3 疫病诊断遥根据流行病学特点尧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疑似感染动物袁对疫区内所有易感动物进行紧急免疫接

可作出初步诊断袁确诊需依据实验室检测遥我国禽流感疫情

种曰五是对扑杀动物的尸体尧排泄物尧污染物等进行焚烧袁对

指定的实验室诊断方法有院一是血清学检测袁主要应用血凝

患病或疑似感染动物的栏舍尧用具尧污染场所进行彻底消毒遥

抑制试验和禽流感琼脂免疫扩散试验袁血清学阳性判定标

5.3 口蹄疫

准是未免疫禽 H5 或 H7 血凝抑制效价达到 24 或禽流感琼

本病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尧人兽共患尧以偶蹄动物为主

脂免疫扩散试验阳性曰二是病原学检测袁包括病毒分离鉴定尧

的急性尧热性尧接触性传染病遥该病传播速度快尧流行范围

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7]遥

广袁成年动物呈良性经过袁幼年动物多因心肌受损死亡率高遥

5.1.4

疫情防控遥一是采取免疫尧监测尧检疫尧监管相结合的

该病不易控制和消灭袁可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遥我国农业部

综合防控措施曰二是家禽养殖场要远离水禽尧野生鸟类栖息

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袁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必须

地和交通要道袁采取全进全出和封闭饲养模式袁建立科学规

报告动物疫病遥

范的管理制度曰三是发现疑似疫情时袁扑杀疑似禽群袁对扑

5.3.1

杀禽尧病死禽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袁对污染场所尧设施
和可疑污染物进行全面消毒袁限制疑似疫点周边 3 km 的家

基本属性遥淤病原特性遥口蹄疫病毒血清型多尧易变

异遥目前有 7 个血清型袁即院A尧O尧C尧SAT1渊南非玉型冤尧SAT2

渊南非域型冤尧SAT3渊南非芋型冤及亚州玉型遥各血清型间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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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免疫现象袁临床症状基本相同遥每个血清型又包含若干个
亚型遥根据世界口蹄疫中心公布袁口蹄疫亚型已有 80 多个袁

且不断有新亚型出现遥我国主要有 A尧O尧亚州玉型遥口蹄疫
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强尧耐干燥袁在自然条件下袁污染
的饲料尧饲草尧皮毛及土壤中病毒在数日甚至数周内仍有感

染性袁在-50耀-70 益条件下可保存数年曰高温和直射阳光渊紫

重视疫苗及佐剂的广泛应用袁近年来安徽省没有暴发口蹄疫
疫情遥
5.3.3

疫病诊断遥依据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特点袁可初步诊

断袁确诊需做病毒分离和血清学诊断遥病毒分离一般采用组
织培养尧实验动物和鸡胚 3 种方法遥血清学诊断有补体结合
试验尧乳鼠血清中和试验尧免疫扩散沉淀试验尧免疫荧光抗

外线冤对其有杀灭作用曰其对酸尧碱都特别敏感袁2%耀4%氢氧

体试验尧反向间接血凝试验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方法遥

化钠尧3%耀5%福尔马林溶液尧5%氨水尧0.2%耀0.5%过氧乙酸

5.3.4

或 5%次氯酸钠等都是口蹄疫病毒的良好消毒剂遥于感染对

象遥在自然条件下袁口蹄疫病毒可感染多种动物袁以偶蹄动
物易感性最高遥黄牛尧奶牛最易感袁牦牛尧水牛和猪次之袁再
次为绵羊尧山羊尧骆驼等遥多种野生动物如黄羊尧鹿尧野牛尧野
猪尧驼羊尧野山羊等均可感染遥人对本病有易感性袁儿童发病
严重袁成人较轻遥盂传染源及感染途径遥患病及带毒动物是
本病最主要的传染源遥本病可经消化道尧呼吸道以及损伤的
皮肤和黏膜感染遥口蹄疫病毒可经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遥空
气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遥榆潜伏期遥口蹄疫发病潜伏期为 1耀

7 d遥其流行有一定周期性袁约 3 年流行 1 次遥虞主要症状及

发病季节遥其临诊特征是口腔黏膜尧四肢下端及乳房等处皮
肤形成水疱和烂斑遥该病发病季节不明显袁四季均可发病遥
5.3.2

疫情形势遥安徽省有案可查的口蹄疫疫情共 6 次袁即

1932要1933 年尧1935 年尧1964 年尧1970 年尧1976要1985 年尧

1990 年遥口蹄疫血清型有 A 型和 O 型遥由于各级各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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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PH尧超氧自由基尧羟基自由基袁具备显著的抗氧化能力 曰
[15]

而黄连素也被证实能够降低脂质过氧化尧蛋白氧化袁具有强
抗氧化活性[16]遥结合结果及相关报道袁证实了基于 Lorke 法评
价油酸尧化香树果序及黄连素抗镉减毒活性的方法具有一
定的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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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遥淤综合防控遥一是加强检疫袁对购进的动

物及其产品尧饲料尧生物制品等进行严格检疫曰二是建立严
格规范的消毒制度曰三是定期注射防疫疫苗遥于疫情处置遥

发生口蹄疫疫情时袁必须依法规范立即处置疫情遥最后 1 头
病畜死亡或扑杀后 14 d袁经彻底消毒后袁可报请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解除封锁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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